
第 ２７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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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掌握切沟对土壤水分时空变异的影响， 选取水蚀风蚀交错区两个典型切沟样点为研究对象。 采用时间序

列分析和经典统计学方法， 从土壤水分时间变化特征和空间分布格局两方面探讨。 结果表明： 距沟道不同距离下

土壤储水量差异明显。 ３００ ｃｍ 处样点可作为测定尺度下土壤储水量平均值。 土壤水分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异受植被

特征影响， 沟道影响较小。 坡面土壤储水量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的分布格局。 坡顶风速大， 土壤水分蒸发快， 坡

中处土壤储水量最高， 为 ９４９ ９ ｍｍ， 距切沟越近土壤水分快速散失， 坡下土壤水分接近 ４％， 亏缺严重。 杏树地土

壤储水量远高于柠条地， 柠条地土壤储水量分布较为单一。 土壤蒸发、 植被、 沟道等因素使得坡面土壤水分分布

更加复杂。

关键词： 切沟沟道； 土壤水分； 时空分布； 坡面尺度； 植被

中图分类号： Ｓ１５２ 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６）０５⁃０６７９⁃０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０⁃２４；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６⁃０８⁃３１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６０８３１ １７４５ ０１０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５３０８５４； ４１５０１２３３）
作者简介： 张晨成（１９８８—）， 男， 甘肃庆阳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土壤物理方面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ｃｃ３６５＠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 邵明安，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ａｏｍａ＠ ｉｇｓｎｒｒ ａｃ ｃｎ

切沟是由浅沟在径流和集流冲刷下发育而成。 黄土高原北部风沙区沟壑密度达 ２ ｋｍ ／ ｋｍ２， 丘陵区沟壑

密度更达 ３～７ ｋｍ ／ ｋｍ２［１］。 而半干旱区多发生季节性暴雨， 切沟侵蚀带来了大量沉积物淤积河道、 水库、 池

塘等低洼地， 携带的污染物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还会引起土壤退化［２］。 目前切沟侵蚀已成黄土高原土

壤侵蚀最为重要的类型之一， 研究沟道对土壤水分时空变异的影响是探讨切沟侵蚀成因的基础工作［２⁃４］。 在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最强烈的水蚀风蚀交错区， 增加植被覆盖已成为预防切沟侵蚀的重要措施［５⁃６］， 沟道沿岸

多种有防风固土的灌草， 然而多数深根系高产植被吸水能力强， 耗水量大， 加之切沟侧面土壤蒸发更增大了

边坡土壤水分的消耗， 使得切沟处深层土壤水分亏缺严重， 影响植物生长发育， 进而影响边坡稳定性［７⁃９］，
因此， 了解切沟处不同植被下深层土壤水分变化规律， 对植物生长恢复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许多学者针对切沟对土壤水分动态影响作一系列研究。 黄明斌等［１０］ 研究发现沿沟坡向下土壤含

水量逐渐增加， 沟底的土壤水分高于沟顶； 谢云等［２］ 研究了切沟对浅层（０ ～ ３０ ｃｍ）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化特

征， 结果表明沟顶土壤水分含量最高达 １０ ３％， 沟岸最低仅为 ４ ６％ ～ ５ ９％； Ｍｅｌｌｉｇｅｒ 和 Ｎｉｅｍａｎｎ［１１］ 研究表

明沟底风速是沟顶风速的 ４１％。 沟顶土壤蒸散发大于沟底的蒸散发约 １１％， 沟道对土壤水分平均值影响较

小， 增加了空间变异性。 同样关于切沟影响的土壤水分时间变化特征也作了相关研究。 Ｇａｏ 等［１２］ 研究了沟

道对浅层（０～６０ ｃｍ）土壤有效水及土壤含水量时间的变化特征， 结果表明： 地形因素（坡脊、 沟坡地和汇水

道）显著影响浅层土壤有效水和土壤水分的分布， 两者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和年际特征， 雨季沟底土壤水分

变化最大， 距沟道较近处的沟岸土壤水分不随季节降水变化； Ｌｉｕ 和 Ｓｈａｏ［１３］研究发现， 不同植被下土壤水分

含量不同， 耗水性灌木地土壤水分最低， 柠条地多年亏损的土壤水分通过降雨无法补充， 形成永久性干燥土

层， 干土层的水分具有强时间稳定性。 Ｚｈｅｎｇ 等［１４］选取一苜蓿地沟岸， 发现切沟影响土壤水分范围在 １００ ｃｍ
内， 距离越远， 土壤蒸发影响减小， 并认为可能与切沟的形状、 位置、 植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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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有的研究加强了切沟对土壤水分空间变化特征的认识， 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浅层土壤， 并在单一

植被条件下展开， 对坡面尺度下切沟影响土壤蒸发范围， 切沟对坡面不同植被下土壤水分空间分布格局的影

响研究较少。 黄土高原地形破碎， 地形因素是影响该区土壤水分时空变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 本研究从

切沟对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和对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格局两方面展开， 以期为沟岸植被恢复

和坡面的水土资源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黄土高原水蚀风蚀交错带， 神木县以西 １４ ｋｍ 处的六道沟小流域内（１１０°２６′Ｅ， ３８°４９′Ｎ）。
北依长城， 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 沟壑纵横， 风蚀严重， 暴雨频发， 土壤侵蚀全年发生。 流域面积为

６ ８９ ｋｍ２， 主沟道长 ４ ２１ ｋｍ， 年均气温为 ８ ４ ℃，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２５０～４５０ ｍｍ， 且 ６—９ 月降水占全年

降水量的 ７０％～８０％， 年平均蒸发量为 ７８５ ｍｍ， 属于典型的半干旱地区。 该区地貌类型主要为片沙覆盖的梁

峁坡地。 流域内大部分天然植被已经遭到破坏， 在海拔较高处坡顶及坡上主要为林地和农地， 坡下沟道处多

种以柠条为主的灌木。

图 １　 采样点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ｕｄａｏｇ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点位于六道沟流域内， 如图 １（ａ）所示样点 Ａ、 Ｂ。 试验设计分两部分： ① 样点 Ａ 处切沟深 １０ ｍ，
沟宽 ２５～３０ ｍ， 沟道两边种有 ２０ ～ ２５ 年柠条， 土壤质地为砂黄土， 距离沟岸边 ５０ ｃｍ、 １００ ｃｍ、 ２００ ｃｍ、
３００ ｃｍ、 ４００ ｃｍ 和 ５００ ｃｍ 处埋设 ５６０ ｃｍ 深中子管， 见图 １（ｂ）。 试验数据根据文献［１５］汇总， 进行时间动

态分析。 ② 在雨季末期， 选一典型坡面 Ｂ 点。 同 Ａ 点一样， 样点 Ｂ 处坡底和西侧为 １０ ｍ 左右深切沟， 东侧

为一浅沟， 因采样点距离该处沟道较远， 其对监测点土壤水分影响较小。 Ｂ 点坡长 １５０ ｍ， 宽 ４０ ｍ， 坡上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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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１３ 年杏树， 坡下种有 ２０～２５ 年柠条， 植被分布如图 １（ｃ）所示。 距切沟西侧沟岸 １００ ｃｍ 处按 １０ ｍ×１０ ｍ
网格布设监测点， 共布设 ４０ 个监测点， 采样深度为 ５００ ｃｍ。 样点 Ａ、 Ｂ 其他信息见表 １。

表 １　 采样点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样点 坐标 海拔 ／ ｍ 植被类型 年限 ／ ａ 植被盖度 ／ ％ 土壤类型 坡度 ／ （ °）

样点 Ａ ３８°４９′ Ｎ，１１０°２３′Ｅ １ １３０ 柠条 ２０～２５ ７５ 砂土 １

样点 Ｂ ３８°４７′Ｎ，１１０°２２′Ｅ １ ２０３ 杏树
柠条

１３
２０～２５

６０
８５

砂土
砂土

２０
２０

１ ３　 数据采集

于 ２００４ 年 ７—１０ 月的 ７ 日、 １７ 日、 ２７ 日， 利用 ＣＮＣ５０３ＤＲ 型中子仪测定样点 Ａ 各监测点剖面土壤含水

量， 共测定 １２ 次， 同时对中子仪测定标准曲线进行了相应校准， 标定结果可以很好地代表研究区情况， 详

细资料可参考文献［１５］。
监测点土壤储水量的计算是将不同土层的土壤储水量逐层累加， 进一步得到 ０ ～ ５６０ ｃｍ 厚度土层土壤储

水量。 中子仪测定各土层间隔 ２０ ｃｍ， 计算公式如下：

ＳＷＳｉｊ， ０ ～ ５ ６ｍ ＝ ∑
５ ６００

ｈ ＝ ２００
θｉｊ（ｈ） × ２００ （１）

式中： 土壤储水量（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记为 ＳＷＳ， ＳＷＳｉｊ为监测点 ｉ 在时间 ｊ 的土壤储水量， ｍｍ； θｉｊ（ｈ）为不同

土层深度 ｈ 测定的土壤体积含水率。 样点 Ｂ 处各监测点土壤储水量计算同 Ａ。 每个监测点， 利用环刀（直径

５ ｃｍ， 高度 ５ ｃｍ）采集原状土壤样品（０～１０ ｃｍ， １０～２０ ｃｍ）。 测定土样容重、 颗粒组成和有机碳等指标， 深

层容重计算方法参考文献［１６］， 土壤砂粒、 粉粒和黏粒粒径范围参考美国农业部标准， 分别为＞０ ０５ ｍｍ、
０ ００２～０ ０５ ｍｍ 和＜０ ００２ ｍｍ。
１ ４　 数据分析

１ ４ １　 经典统计学分析

变异系数 ＣＶ表征随机变量的离散程度， 其定义为

ＣＶ ＝ Ｓ
ｘ

× １００％ （２）

式中： Ｓ 为标准差； ｘ 为土层样本均值。 ＣＶ≤１０％属于弱变异， １０％≤ＣＶ≤１００％属于中等变异， ＣＶ≥１００％
属于强变异。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计算各监测点土壤储水量的统计特征值。 各监测点土壤储水量通过普通克里金

方法插值生成的土壤储水量的空间分布图。 相应图表在 Ｏｒｉｇｉｎ８ ５ 和 ＡｒｃＧＩＳ９ ３ 软件中生成。
１ ４ ２　 时间稳定性分析

相对偏差分析是时间稳定性分析中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１７⁃１８］。 采用相对偏差和相对偏差标准差表征切沟不同

距离下土壤储水量的时间稳定性。 测定某一土层深度土壤储水量的相对偏差和相对偏差标准差计算公式如下：

δｉ ＝
１
ｍ∑

ｍ

ｊ ＝ １

ＳＷＳｉｊ － ＳＷＳ ｊ

ＳＷＳ ｊ

（３）

σ（δｉ） ＝ １
ｍ － １∑

ｍ

ｊ ＝ １
（δｉｊ － δｉ） ２ （４）

式中： ＳＷＳ ｊ为时间 ｊ 时相同深度平均土壤储水量， ｍｍ； ｍ 为监测期内土壤储水量的监测次数； δｉ为监测点 ｉ
在监测期内土壤储水量的平均相对偏差； δｉｊ为监测点 ｉ 在时间 ｊ 土壤储水量的相对偏差； σ（δｉ）为土壤储水量

相对偏差的标准差。 相对偏差的平均值表示某一监测点不同测定时间土壤储水量的集中趋势， 而其标准差表

示土壤储水量的离散性［１８］。 研究中选择平均相对偏差最接近于 ０， 且相对偏差标准差比较小的点为代表性

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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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切沟对不同距离下土壤水分动态变化分析

不同研究区土壤水分存在较大差异。 如不同坡向、 坡位、 沟道形态等因素都会影响土壤水分空间分布。
在样点 Ａ 指定的研究尺度下， 采样距离设定为 ５０ ｃｍ、 １００ ｃｍ、 ２００ ｃｍ、 ３００ ｃｍ、 ４００ ｃｍ 和 ５００ ｃｍ， 如图 １
（ｂ）所示。 通过设定小采样间距排除空间异质性的影响， 对不同距离处监测点土壤储水量及其变异系数进行

时间序列分析。 其结果可以代表整个切沟附近的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特征。 从图 ２（ａ）可看出， 不同距离下土

壤储水量差异明显。 ５００ ｃｍ 处监测点土壤储水量最高达 ４９１ ８ ｍｍ， 依次为 ４００ ｃｍ、 ３００ ｃｍ 处， ２００ ｃｍ、
１００ ｃｍ、 ５０ ｃｍ 处土壤储水量高低交错。 ７ 月初降雨前后， ４００ ｃｍ、 ５００ ｃｍ 处测点对降雨事件不敏感， 高于

５０ ｃｍ、 １００ ｃｍ、２００ ｃｍ 处土壤储水量。 ８ 月降水达 １７２ ８ ｍｍ， 占全年４２ ８％， ５０ ｃｍ、 １００ ｃｍ、 ２００ ｃｍ 处土壤

储水量快速增加， 分别达全年最大值 ４３２ ８ ｍｍ、 ４６３ ８ ｍｍ、 ４４３ ２ ｍｍ。 对不同距离处土壤储水量变异系数

进行分析见图 ２（ｂ）。 降雨前变异性最大为 １５ ８％， 中等变异。 这是因为降雨前后距切沟越近剖面土壤储水

量亏缺越严重， 最小值仅为 ２８５ ３ ｍｍ， 而距切沟越远土壤储水量增加， 最大值为 ４１２ ６ ｍｍ， 变异系数较大。
随后各监测点土壤有效水分快速增加， 变异系数为 ６％左右。 黄土结构疏松， 稳定性差， 其边坡稳定性与土

体含水量有很大关系。 土体含水量的增加， 其力学性质随之变化， 由原来的稳定状态变为不稳定状态。 魏宁

等［１９］研究表明降雨前边坡稳定安全系数为 ４ ５３， 雨后变成 ３ ０６， 边坡安全系数减小， 降雨影响安全系数变

动达 ３２ ４％。 当降雨快速入渗至深层土体， 达到某一临界深度后， 安全系数就会降低较多， 继而影响边坡稳

定性。 张少宏等［２０］研究结果表明， 当入渗深度小于 ２ ｍ 时， 安全系数为 １ ３８４， 降低幅度不大， 当入渗深度

增加到 ５ ｍ 时， 安全系数迅速降低为 ０ ７６１， 边坡从稳定变为不稳定。 因此， 边坡稳定性与土壤入渗率相关

很大。 而黄土区质地均一边坡土壤入渗率更多与边坡植被情况有关［２０］。 杨永辉等［２１］ 研究表明黄土区植被恢

复与重建改善了土壤结构， 降雨入渗转化率的顺序为苜蓿地＞天然草地＞坡耕地＞柠条林地。 而本文中沟岸密

植柠条， 整个雨季不同距离处监测点土壤储水量增加了 ２７％、 ２７％、 ３７％、 ２５％、 ７％和 ７％（由近到远）降水

转为土体储水量较少。 因此， 文中柠条地低的降雨入渗率， 使得边坡安全系数较高， 土体稳定。

图 ２　 不同距离处土壤储水量及变异系数的时间序列特征（２００４ 年， 样点 Ａ）
Ｆｉｇ ２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２ ２　 切沟不同距离下土壤储水量的时间稳定性及代表性点

图 ３ 是沟道不同距离下 ０～５６０ ｃｍ 深土层储水量平均相对偏差由小到大的秩次关系。 其中误差线为各点

土壤水分的平均相对偏差的标准差。 由图 ３ 可看出， 土壤储水量平均相对偏差（δｉ）为－７ ６９％～９ ３３％， 标准

差（σ（δｉ））为 １ ４５％～４ ０８％。 当δｉ越接近 ０， σ（δｉ）越小， 可认为是时间上最稳定的点， 即土壤储水量越接

近研究区测定尺度下平均土壤储水量。 将代表样点与同期土壤储水量进行回归分析， ＳＷＳ ＝ ０ ９４６ＳＷＳｉ ＋
１５ ５２７（Ｒ２ ＝ ０ ９８， Ｐ＜０ ０１）。 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 Ｒ２达 ０ ９８， 极显著。 距沟道 ３００ ｃｍ 处土壤储水量可准确

估计区域研究时段内土壤平均储水量。 当监测距离小于 ３００ ｃｍ 时， 监测点土壤储水量较为干燥（δｉ＜０），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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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土壤储水量的平均相对偏差及标准差秩次（样点 Ａ）
Ｆｉｇ ３ Ｒａｎｋ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ｍ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于该点较为湿润（ δｉ ＞０）， 因此， ３００ ｃｍ 处监测点作为测

定尺度下干湿的转换点， 可认为是切沟影响土壤水分变

化的最大距离。
不同的研究区和研究尺度下， 土壤水分变异的特征

参数（如变异系数和相关距离）不同， 而土壤水分测量值

的空间尺度往往与土壤水分预测的尺度不一致。 Ｚｈｅｎｇ
等［１４］研究表明， 在苜蓿地坡底切沟影响土壤蒸发最大距

离在 １３０ ｃｍ， 坡中在 １００ ｃｍ。 Ｈｕ 等［１７］研究结果表明， 切

沟对土壤储水量影响与距沟道距离呈线性相关。 其线性

模型参数值取决于降雨特征、 样点位置、 采样时间。 胡

伟等［２２］研究表明， 当研究区域达到一定程度， 采样间距

增大时， 变异系数和空间自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没有变化。
本文研究切沟对深层土壤储水量的影响， 土壤水分采样幅度小于对土壤水分预测的间距。 当距切沟越远， 对

土壤水分的影响逐渐减小。 因此， 一定范围内测定的含水量与距离呈线性相关， 相关结果可预测切沟对土壤

储水量的影响， 对了解地形破碎的黄土区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有重要依据。
２ ３　 切沟对边坡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的影响

２ ３ １　 切沟影响下土壤水分垂直方向上的变异特征

图 ４　 不同坡位处土壤水分在垂直方向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同一植被类型下切沟处监测点与坡面监测点（切沟影响范围外）剖面土壤含水量不同。 图 ４ 为切沟处与

坡面不同坡位（坡顶、 坡中、 坡下）土壤含水量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图。 图 ４（ａ）为杏树地， 随深度土壤含水

量由 ９ ２４％到 １４ ２６％平稳增加。 而切沟处， 根区 ０～６０ ｃｍ 土壤含水量先增加， 随后减小， 在 １２０ ｃｍ 处最小

为 ７ ７２％， ２００ ｃｍ 下剖面土壤水分维持在 １０％左右。
图 ４（ｂ）为杏树—柠条过渡区， 切沟处土壤含水量与坡中变化趋势相同， 其值均低于坡中土壤含水量。

在 １００ ｃｍ 下各点随深度平稳增加。 表明坡中上方来水汇集缓解了切沟处深层土壤水分蒸散。 图 ４ （ｃ）为深根

系柠条地， 切沟处土壤含水量与坡底土壤含水量大小相近， 在 ４％～５％之间， 接近凋萎湿度， ４００ ｃｍ 以下土

壤含水量快速增加， 根区 ０～４００ ｃｍ 土壤水分受沟道影响不明显。 研究表明切沟对根区土壤水分蒸发影响较

小， 根区以下土层切沟影响较明显。 同时切沟增大了土壤水分变异性。 这也与文献［２３⁃２４］的研究结果一致，
浅层土壤水分在降水后得到了补充， 深层土壤水分受地形因素影响较小。 而坡下为深根系柠条地， 土壤水分

亏缺严重， ０～４００ ｃｍ 土层受切沟影响较小。 Ｗａｎｇ 等［２５］ 研究表明根区影响土壤水分垂直变异的因素主要有

土壤类型、 植物根系分布状况， 根区下主要受土壤质地影响。 因此， 本文通过对比切沟监测点与坡面监测点

表明植被是影响剖面土壤水分的垂直方向差异的因素， 沟道等地形因素对根区土壤水分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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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切沟对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水分水平分布的影响

图 ５ 为样点 Ｂ ０～５００ ｃｍ深土壤储水量的空间分布图。 结果表明土壤储水量大小在 ２４２ ０ ～ ９４９ ９ ｍｍ 之

图 ５　 坡面尺度下土壤储水量的空间分布（样点 Ｂ）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ｔ 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

间， 变动幅度较大， 坡上和坡下显示了不同的分布格局。
坡顶土壤蒸发大， 土壤水分散失较快， 土壤平均储水量

为６９３ ８ ｍｍ， 而沿坡面向下土壤储水量增加， 最大值为

９４９ ９ ｍｍ。 而距离切沟 １００ ｃｍ 处（西侧）， 土层储水量受

沟道影响快速减小。 从坡上杏树地到坡下柠条地， 土层

储水量由大到小呈梯度变化。 坡下整个坡面由深根系柠

条控制， 呈单一的分布格局， 其他因素影响不明显。 在

不同尺度下影响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的因素不同。 Ｐｅｎｎａ
等［２６］从坡面尺度研究表明， 坡度和地形湿度指数是模拟

土壤水分的最优变量， 可解释 ４２％的变异性。 Ｙａｏ 等［２７］

研究发现在流域尺度， 影响土壤水分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土地利用类型， 地形、 降水量、 土壤质地处于次要地位。
土壤储水量依次为： 农地＞苜蓿地≈长芒草地＞林地＞柠条

地［２８］。 Ｗａｎｇ 等［２９］基于黄土高原深土层土壤水分数据表

明， 在区域尺度下降水是影响土壤水分空间变异的主要

因素， 地形因素只占土壤水分变异性的 ８％ ～ １３％。 而本

研究位于水蚀风蚀交错区， 年蒸发量达 ７８５ ｍｍ， 地形破

碎， 深根系植物（苜蓿、 沙打旺和柠条等）不仅消耗当季

降水， 而且进一步消耗深层水分， 形成土壤干层［３０⁃３１］，
柠条地土壤水分亏缺严重， 不利于边坡植被恢复和重建。

因此， 在坡面尺度土壤储水量的空间分布受植被和地形因素共同影响， 植被起主导作用， 沟道等地形因素不

显著。 同时受植被类型、 沟道、 土壤蒸发多种因素影响， 土壤水分在坡面分布更加复杂。

３　 结　 　 论

（１） 距沟道不同距离下土壤储水量差异明显。 沟岸密植柠条， 一方面减小了降雨入渗率， 增加了边坡

稳定性。 另一方面柠条地土壤水分亏缺严重， 不利于边坡植被恢复。 适当调整柠条 ／草地种植比例和区域范

围， 利于坡面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改善。
（２） 距沟道 ３００ ｃｍ 处样点可代表测定尺度土壤储水量平均值， 在一定尺度下土壤水分与距沟道距离线

性相关， 对于预测地形复杂的土壤水分空间分布是重要依据。
（３） 土壤水分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异受植被特征影响， 切沟影响较小， 沟道增大了土壤水分变异性。
（４） 坡面尺度上土壤储水量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的分布格局。 坡中土壤储水量最高， 离切沟近处土壤水分快

速散失， 杏树地土壤储水量远高于柠条地， 柠条地土壤储水量分布较为单一， 坡面尺度植被影响要强于地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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